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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全域均为疫情防控低风险地区
已连续8天社会面清零，全省核酸日最大检测能力达747 . 7万管

2022年5月14日 星期六 A03要闻

记者在13日举行的北京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
333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5月12
日15时至13日15时，北京新增本
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51例。其
中，管控人员40例，社会面筛查11
例。海淀区24例，朝阳区和房山区
各9例，丰台区和西城区各4例，大
兴区1例；普通型5例、轻型28例、
无症状感染者18例；均已转至定
点医院隔离治疗，相关风险点位
及人员已管控落位。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
主任庞星火介绍，本市新增一起
534路公交场站乘务人员相关聚
集性疫情，目前共有感染者3例，
流调溯源工作正在进行中。中铁
十一局三公司相关聚集性疫情新
增感染者19例，12日通报的3例疑
似关联感染者，经流调判定与其
相关；累计报告感染者41例，涉及
4个区，预计未来存在续发病例的
可能。北京农商银行数据中心相
关聚集性疫情无新增感染者，目
前已累计报告感染者34例。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郭文杰
介绍，要求位于封控管控区周边
的商超和前置仓，按正常情况的3
倍加大备货，需求量大的重点区
域提升至5倍；建立配送人员“白
名单”制度，保障末端配送能力，
动态调配补充分拣人员和配送人
员，优先安排“白名单”人员配送。

据新华社

记者从13日举行的上海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上海目前提出的目标是，在5
月中旬实现社会面清零。届时将
实施有序放开、有限流动、有效管
控、分类管理，按照疫情防控常态
化要求，逐步由应急处置状态下
的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向常
态化防控下的高中低风险地区分
类管理转变。

据介绍，上海已经在制订持
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有序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总体方案，
考虑在现有复工复产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复工复产，有序推动
复市复学。

一方面，通过核酸筛查、转运
隔离、医疗救治、环境整治等，持
续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另
一方面，根据疫情形势变化，有序
恢复交通出行；超市卖场、便利
店、百货商场有序恢复线下营业；
理发、洗染服务也将逐步通过线
上预约、线下错峰限流开放；优先
安排高三、高二、初三年级学生复
学；医疗机构有序开放，进一步扩
大安排限期手术和择期手术；政
务服务窗口有序开放，适当延长
服务时间。

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吴清表示，上海市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稳中向好，但防控基础还不
稳固，需要持续推进清零攻坚行
动。 据新华社

记者 王小蒙

零星感染者
均在集中隔离点检出

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省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
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
常务副主任张连三介绍，5月5日
0时至5月12日24时，全省已连续
8天社会面保持清零状态，零星
感染者均在集中隔离点检出，全
省全域为低风险地区，疫情防控
成效不断巩固。

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传
播速度极快、感染能力极强的特
点，及时调整策略、分秒必夺必
争，围绕感染者迅即查找密接、次
密接，科学划定封控区、管控区、
防范区。组织疫情发生地全域核
酸检测，迅速开展流调溯源，精心
做好医疗救治，努力把防控工作
抢在病毒传播之前。同步做好群
众正常生活物资保障，统筹确定
356家重点保供企业，切实保障封
控区、管控区生活用品供应配送。

按照“免费、就近、共享”的
思路，加密设置核酸检测点，方
便群众快速查询、就近检测，目
前全省设立“愿检尽检”核酸检

测采样点5500余个，不定期核酸
检测采样点8 . 3万余个。

建设一批配置齐全、高标准
的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储备一
批大型室内空旷公共场所，以备
随时改造启用。将宾馆、饭店、员
工宿舍以及未出售的公租房纳
入隔离点储备，同时建设部分方
舱隔离点，全省隔离房间数量已
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全面提升
核酸检测能力，配足配齐核酸采
样检测人员，全省核酸日最大检
测能力达到747 . 7万管。

实施更具普惠性的
财税、金融等政策措施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王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为
深入了解“稳中求进”高质量发展
政策清单实施情况，按照省委、省
政府部署要求，近期，省发展改革
委会同有关部门，采取部门自查、
实地走访、调查问卷等方式，对第
一批政策清单开展了专门评估。
考虑到第一批中延续实施的122
项政策，已于去年12月份进行了
全面评估，此次重点就新出台的
56项政策开展评估；同时，第二批
出台的64项政策4月1日起实施。

全省16市均结合实际出台

实施方案，青岛、淄博、临沂、东
营、日照等5市研究推出市级政
策清单，济南、烟台、聊城等11市
围绕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挖掘
消费潜力、助企纾困等领域，创
新出台具体政策，形成省市联
动、统筹推进的政策体系。

从企业反馈看，1600多家企
业调查问卷显示，绝大多数企业
通过政策文件、媒体宣传、送政
策上门等方式，知晓政策清单的
内容；每项惠企政策都有企业受
益，享受惠企政策的企业中，
72 . 5%的反馈相关政策已兑现，
其余反馈即将兑现或正按程序
办理。总的看，我省政策清单深
入落地实施，政策红利持续释
放，为助力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下一步，将密切跟踪对接国
家有关部委政策制定情况，紧密
结合山东实际，谋划实施更具普
惠性的财税、金融等方面政策措
施，尤其是加大对中小微企业、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服务行业扶
持力度，更好更高效地为市场主
体减负助力。

全省配送中药预防方剂
累计已达283 . 1万服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牟善勇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
绍，在新冠肺炎预防和治疗工
作中，山东充分发挥中医药特
色优势，始终坚持中西医结
合、中西药并用，中医药在全
省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在本轮疫情中，实现
了隔离人员和无症状感染者
及确诊病例中医药诊疗率、中
医药使用率、出院康复病例中
医药方法使用率100％，本土
确诊病例使用中医药方法治
疗有效率达90％以上，得到了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组、
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的充分肯定。

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
势，采取中医药“防、治、康”一
体化措施，深度参与到疫情防
控工作中。在全国率先分别对
成人和儿童感染奥密克戎变
异株提出预防和治疗方案。面
向集中隔离人员等重点人群，
实施中医药干预方法，确保隔
离点“点开药到”。截至5月12日，
共为全省1703个隔离点配送中
药预防方剂累计283 . 1万服，中
成药预防29 . 3万人次，有效降
低了发病率，建立了全民中医药
抗疫屏障。

面对奥密克戎疫情，过去的
社区防控标准现在还适用吗？5
月13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专家组
组长、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
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吴浩介绍，奥
密克戎疫情不同于以往疫情的
特点，特别表现在传播速度快、
潜伏期短、隐匿性强的特点。既
往我们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利
用“三公联动”的疫情信息划分
了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并对

“三区”采取不同的管控措施，这
也是精准的要求。

吴浩说，“三区”的管理是行
之有效的处置办法，针对奥密克
戎疫情的新特点，我国进一步加
快封、管、控的时间，缩短集中隔
离的时间，北京已经将密接者集
中隔离从过去14天缩短到10天。
同时，采取临时管控措施，通过
快管快筛的策略，以快制快，防
止风险外溢，当风险解除后就快
速解除。同时根据各地情况不
同，防控策略措施也在与时俱进

不断优化，各地现在更多使用信
息技术手段，例如在公共场所普
遍推行了场所码，亮码、扫码、电
子围栏等技术提高社区防控的
精准和效率。

针对社区防控中如何做到
“四早”，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
采取党建引领、三级包保、“五包
一”等工作机制，压实四方责任，
构建群防群控局面。一是要充分
发挥村居公共卫生委员会作用，
对重点人群、重点行业人员进行
摸排，做到人员底数清、情况明；

二是属地单位要做好爱国卫生
运动的健康宣教，提高民众健康
素养和传染病防护知识。同时也
要加强疫苗接种宣传，开展便捷
的接种服务，提高接种率；三是要
合理设置核酸检测点，在大城市
设置步行15分钟核酸“采样圈”；
四是要发挥乡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发热门诊、药店等探
头哨点作用，形成多点预警，对异
常情况及时发现、及时处置，从
而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
离、早治疗”。 据新华社

文/片 记者 孟杰 程凌润

5月13日下午3点半左右，济
南黑虎泉取水点恢复开放，白石
泉等泉池也解除了封闭措施，济
南市民又能喝到清凉甘甜的泉水
了。

“中午12点警戒线就撤掉了，
现在已经能打水了。”白石泉附近
一位保安说，泉池刚恢复开放，就
有济南市民来打水。

得知白石泉恢复开放的消息
后，市民张先生赶紧从家里拿来
水桶打水。“泉水泡的茶很好喝，
熬粥也香。”张先生说，“终于又能
喝到甘甜可口的泉水了。”

当天下午，黑虎泉取水点也
恢复开放。“出于疫情防控的考
虑，取水点附近设置了水马围挡，
还画了一米间隔线。”黑虎泉附近
一位保安说，为了保证市民安全
取水，相关的防疫措施也升级了。

黑虎泉取水点恢复开放的消
息吸引了不少“老济南”，家住八
里洼的一位老人专门坐了一个小

济南黑虎泉取水点恢复开放，防疫措施升级

“又能喝到甘甜可口的泉水了”

我国进一步加快封、管、控时间，缩短集中隔离时间

在大城市设置步行15分钟核酸“采样圈”

5月13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举办2022年第三十二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和能源保供、政策包落实等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了解，山东已经连续8天社会面保持清零状态，全省全域
为低风险地区，疫情防控成效不断巩固。

北京：

封控管控区周边

商超按3倍备货

上海：

目标在5月中旬

实现社会面清零

时的公交车来打水。
此前，济南天下第一泉风

景区于4月1日起关闭环城取水
点，并对老年人聚集打水较多
的黑虎泉、琵琶泉、玛瑙泉、白
石泉泉池等采取小水面软隔离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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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下午，济南黑

虎泉取水点刚刚恢复开

放，市民就前来打水。

白石泉泉池刚刚恢

复开放，市民就前来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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